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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科学家新近开发的一项技术能够大大增加不孕不育治疗
的安全性。这一名为 IVF Witness（试管婴儿监控）的系统通过电子识
别精子、卵子、最终的胚胎和其他在试管婴儿（IVF）治疗周期中所使
用的材料，有助于降低在不孕不育治疗中出错的风险。

我国生物产业面临同质化竞争B1版
“我们外部竞争压力非常大。”电话那头的声音压得有些低沉，“东

边省份的投入比我们大，西边省份的资源比我们多，我们省的生物产
业两边受挤压。”北方某省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在电话中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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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陈国祥
最近，对幼儿教育的讨论日渐升温。某省公

布的该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更是提出了高水平普及 15年基础教育的目标。

15年基础教育按一般的理解为幼儿教育 3
年、小学教育 6年、初中教育 3年、高中教育 3
年。当前，最为突出的矛盾是幼儿教育。入园难、
入园贵、优质幼儿园少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笔者认为，要高水平普及 15年基础教育，目前
重点是要全力解决好高水平普及幼儿教育。对
于有条件的经济大省、教育大省来说，最重要、最有效的措施是把幼
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
幼儿教育是每个人应该接受的教育。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幼儿教育的重要性。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
老”。幼儿教育是习惯养成、兴趣培养、智力开发的关键阶段，对人的
一生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基础作用。实施全面的素质教育必须从幼
儿教育开始。为了确保每一个人都有接受幼儿教育的权利，为了每个
人的健康成长发展，为了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应该让每个儿童都
能接受高质量的幼儿教育。要实现这一目标，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幼儿
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
教育的公益性，首先应该体现在幼儿教育上。要保证每一个儿童

都能接受优质的幼儿教育，首先要保证幼儿园合理配置、科学布局，
确保足够的数量、确保就近入园。这只有政府相关部门来统筹，才能
得以真正实现。二要加强硬件建设。幼儿园占地面积、各类场地、各种
设施的配置，应根据各地经济、教育、文化发展的水平制定相应的标
准。三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从人的成长发展规律、从教育教学规律
来看，越是起步阶段的教育，学生对教师的依靠性越强，教师的作用
越大，因此对教师综合素质的要求就越高。特别是幼儿教师，不仅要
有良好的行为、举止，而且要有高尚的人格、人品；教师不仅要掌握一
般的教育教学方法，而且要深入每一个儿童的心灵，实现分类指导，
因材施教；教师不仅应该是学生的指导者，而且是儿童的朋友、亲人。
因此必须要加强对幼儿教师的培养和培训，不仅要提升幼儿教师的
学历，更要提升幼儿教师的能力、水平和素质，使他们真正成为能够
培养人才的专门人才。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起点公平是教育公平的重要

基础。“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在党和国家工作全
局中，必须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优先发展幼儿教育应该是党和
国家全局的要求，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作者系江苏大学党委原副书记）

应把幼儿教育纳入
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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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窑进展

中美研究团队合作发现
乳腺癌赫赛汀抗体治疗新机制

本报讯我国首个慢性咳嗽
病因分布调查结果日前在长春
举行的全国多中心慢性咳嗽病
因分布调查总结会上发布。慢性
咳嗽是一种常见病症。由于其临
床误诊率较高，已成为一个备受
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慢性咳嗽病因分布存
在差异，国内各地气候、饮食、环
境等因素差异较大，这些因素也
可能造成慢性咳嗽病因的不同，
但长期以来我国缺乏这方面的
研究数据。
为了解国内慢性咳嗽的病

因分布，由中华医学会主办，默
沙东公司协助支持的“慢性咳
嗽的病因分布调查—暨变应性
鼻炎和支气管哮喘的地位及其

气道炎症研究”大型研究项目
2009年正式启动。该研究项目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
疾病研究所钟南山教授和赖克
方教授领衔，调查涉及全国华
南、华东等六个地区，参加单位
包括多所国内三级甲等医院。
这也是全球首个大型的多中心
慢性咳嗽病因调查研究。

该调查历时一年，共纳入
有效病例 704例。结果显示，慢
性咳嗽常见的五大病因分别是
变异性哮喘、上气道咳嗽综合
症、嗜酸细胞性支气管炎、变应
性咳嗽和胃食道反流。全国各
个地区病因分布基本一致。咳
嗽变异型哮喘是慢性咳嗽的最
常见的原因，1/3的慢性咳嗽

是由支气管哮喘导致的。调查
首次证实，嗜酸细胞性支气管
炎不仅是广州地区慢性咳嗽的
常见病因，也是北京、上海等地
区的常见病因。此外，变应性鼻
炎也是导致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的最常见病因之一，华南地区
为首位病因。
钟南山等与会专家认为，

只有明确各地区咳嗽的具体病
因，才能因地制宜采取防治措
施。临床医生应花更多时间仔
细诊断慢咳病人的病因，对症
治疗。尤其是针对变应性鼻炎
和哮喘导致的慢性咳嗽，应从
源头控制，才能从根本上减轻
患者的慢咳症状，有效治疗疾
病。 （潘锋 徐乃文）

阴本报记者 高峰
这是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后援疆工

作热潮涌动之际，这是全国“科技援疆总
体规划”出台前夕。
天山南北，热潮涌动；各族人民，翘

首企盼。
在新疆迎来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

的关键时期，中央确定科技援疆作为援
疆工作五大机制之一。以科技支撑引领
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建设，成为
我国科技界当前和今后服务国家发展战
略一项光荣的政治使命。

中国科学院党组高瞻远瞩，从年初
就开始周密部署科技援疆工作计划。随
着全国“科技援疆总体规划”出台日期的
临近，在短短一个月之内，中科院李静
海、詹文龙、丁仲礼、施尔畏等五位副院
长先后赴疆，密集开展调研，吹响中科院
“科技援疆”的冲锋号。

推动院地合作 SNG项目，为自治
区优势资源转换战略和新型工业化战略
提供科技支撑

实施重大院地合作项目，引入中科
院科技力量为自治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服务，是做好“科技援疆”工作的重要
内容。在自治区优势资源转换战略中，煤
电与煤化工被提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
至 2009年，新疆探明煤炭储量达 2.19万
亿吨，占目前全国已探明总储量的 40%。
但是由于大规模开采工作还未完成，去
年的开采量仅为 6800万吨左右。

早在 2008年初，自治区就提出由中
科院牵头开展新疆煤化工技术路线的战
略研究，成为院区科技合作的重大项目，
随后被列入科技部与新疆部区会商机制
确定的重点项目。

在我国实施节能减排和能源转型
的大背景下，中科院集合相关研究力
量，就新疆发展煤化工面临的水资源、
生态环境、产品市场及煤化工在全国、
全世界的产业竞争力等因素作全面深
入的思考，选择煤制合成天然气作为
新疆煤化工发展的重要突破方向。
在中科院和自治区领导的推动下，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与新疆广汇
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实施了国家“863”计
划支持项目，探索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煤制合成天然气技术。

据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员王树
东介绍，该所承担的新疆煤气化甲烷
化制天然气（SNG）项目不断取得进
展，已研制出活性可以保持长达 6000
小时的催化剂，为 SNG中试以及与新
疆合作推进该项目奠定了基础。

为推动 SNG 项目在新疆实现中
试，并与自治区科技厅、新疆广汇股份
公司联合组建煤化工研发中心，中科
院副院长李静海院士于 8月 9日抵达
乌鲁木齐开展调研，听取中科院大连
化物所、新疆广汇股份公司分别作的
项目进展汇报及自治区煤炭局、水利
厅、环保局、经信委和中科院高技术局
的意见。

调研中，李静海强调了项目的重
要性，并对下一步工作作了指示。他
说，与新疆广汇股份公司合作是目前
国内实施中试的最佳选择，大连化物
所要积极作好 SNG项目的中试准备，
与广汇公司进一步协商合作的细节，
力争使项目最终实现；要考虑使 SNG
项目一步工业化的可能性，但必须经
过模拟和仿真实验；要考虑广汇公司内
部的实际问题，寻求其他开展中试的合
作方，使承担的国家“863”项目得以顺利
实施。

SNG项目的实施，是新疆优势资源
转换战略的一个突破性进展，对鼓舞各
族群众的士气也具有重要意义。自治区
人民政府已经要求自治区科技厅牵头认
真研究项目的进展，听取各方的意见，提
出今后继续推进的方案，为自治区的科
学决策提供参考。

谋划创新 2020思路，构建全院“科
技援疆”平台

7月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连续给新疆
分院写来两封信，提出“为配合中央关于
新疆工作的部署和西部大开发精神，在
创新 2020期间，加强对新疆分院两所的
支持，通过其创新能力的提升，实现对新
疆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
环境保护的支持”的“科技援疆”思路，并
要求新疆分院“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提
出有创造力、可能实现的方案，不要错失
时机！”
新疆分院按照院党组指示精神，开

展扎实的调研论证，形成了创新 2020规
划初步方案。 （下转 A2版）

中科院打响科技援疆攻坚战

燃煤大气污染已成
公众健康主要威胁因素
□刘云嵩本报记者祝魏玮

8月 2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
京发布双方专家共同完成的《煤炭的真实成本———大气污染与公众
健康》报告。《报告》指出：燃煤导致的大气污染已成为影响中国公众
健康的最主要危险因素之一。
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杨爱伦表示：“在中国几种最主要

能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中，燃煤大气污染排放已占到七成以上。”
《报告》指出，燃煤导致的污染占中国烟尘排放的 70%、二氧化硫

排放的 85%、氮氧化物排放的 67%和二氧化碳排放的 80%。同时，燃煤
大气污染物的扩散范围可达数千公里以外，相当于北京到上海甚至
到广州的距离，这意味着远离污染源的人群并不能避免环境污染的
影响。
“由于燃煤大气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是长期、慢性的，很容

易被公众忽视，对儿童、慢性病患者和老年人等敏感人群的影响也更
为显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尚琪研
究员表示，“每年，与燃煤大气污染密切相关的疾病都给中国造成了
巨大的健康经济损失和疾病负担。”
绿色和平的计算显示：中国每燃烧一吨煤炭，就要付出 44.8元的

健康经济损失。
“必须尽快出台计划，大力减少煤炭的使用，否则仅火力发电导

致的健康隐患就将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笔沉重负担。”杨爱
伦说，“而这还不包括燃煤释放二氧化碳导致的气候灾难所带来的损
失。”
《报告》指出，若不能尽快扭转高度依赖煤炭等化石燃料的能源

消费结构并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煤炭造成的系列环境污染、健
康危害等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随着中国大中型城市能
源结构的转换，以及大气污染的变化，煤炭大气污染对环境和人群的
危害将变得更为隐蔽，更容易被忽略。
“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公众都应该进一步认清煤炭的危害，立刻

行动起来，防微杜渐，努力消除公众健康的巨大隐患。从长远来看，立
刻着手降低对煤炭的依赖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杨爱伦表示。

海外智力为国服务专家论坛
在武汉举行

本报讯 8月 25日，2010中国（湖北）海外人才智力为国服务专家
论坛在武汉开幕。来自 9个国家和地区的 41位海外华人科技专家应
邀参会。
本次论坛由中国科协和湖北省政府共同举办，目的是为国家和

湖北搭建海外高层次创新人才回国服务平台。大会由第九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光召主持。中国科学院常务
副院长白春礼和中国机械联合会执行副会长蔡惟慈分别以《科学发
展与物质科学的变革性突破》、《在创新中前行的中国装备制造业》为
题作主旨报告。
论坛针对湖北发展的实际需求，专门安排了“资源生态环境”、

“企业自主创新”、“海外人才战略”、“医疗卫生健康”等分论坛，邀请与
会的海内外专家与湖北的企业界和专业界人士同场交流，为湖北发
展出谋献策。 （鲁伟柯缬）

安徽蒙城县发现
30例霍乱病例

8月 29日，在蒙城第一人民
医院传染病区，一名护士在为新
入院的霍乱疑似病人建立治疗卡
片。
记者从安徽省卫生厅新闻办

获悉，8月 16日以来，安徽蒙城县
陆续报告霍乱病例 30例。据卫生
厅专家分析，本次发生的霍乱疫
情，可能与不洁饮食有关。
报告的 30例霍乱病例中，绝

大部分是轻症病人，目前 10例病
人已治愈出院，20例仍在住院治
疗，无死亡病例。 新华社供图

□吴昊 本报记者 王静

由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千人计划”入选者、芝加哥大
学教授傅阳心和该所研究员王
盛典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了
赫赛汀（英文名：Herceptin）治
疗乳腺癌的最新免疫机制。这
一发现对乳腺癌临床治疗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将指导当
前治疗过程中的用药方案和给
药顺序安排，进一步增强赫赛
汀的疗效。日前，这一重要成果
在全球癌症权威期刊 Cancer
Cell第 18卷第 2期上发表。
我国是乳腺癌发病大国，

患者数量每年以 2%～3%的速
度递增。研究表明，在乳腺癌
病人中，大约有 30% HER2
（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基
因过度表达的情况。赫赛汀作
为 HER2蛋白抗体，能够阻断
HER2下游信号通道，给肿瘤
细胞以致命一击。在目前的临
床治疗中，赫赛汀主要是与化
疗药物联合应用，已取得较好
的疗效。然而，还存在高复发、
高转移、出现耐药等问题。
“为了提高疗效，赫赛汀的

抗肿瘤机制一直是研究热点，
存在很大争议，最新一期国际
临床肿瘤权威期刊（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对此专文进
行讨论。大家普遍认为，赫赛汀
的抗肿瘤作用主要通过阻断
HER2信号直接导致肿瘤细胞
死亡，以及间接通过抗体激活
天然杀伤细胞（NK细胞）杀伤
肿瘤，但越来越多研究和临床
观察显示，机体免疫反应对赫
赛汀抗肿瘤治疗具有重要作
用，对此一直没有明确的研究
证实。”王盛典告诉记者。

针对这一盲区，研究人员
以实验表明，赫赛汀确实通过
某些信号通道启动了抗肿瘤免
疫反应，令免疫系统发挥作用。
大量临床模拟试验发现：赫赛

汀可以消除正常小鼠的乳腺肿
瘤，但对免疫系统存在缺陷的
小鼠几无反应。
“我们研究发现赫赛汀的

肿瘤治疗是一个有序的复杂过
程，赫赛汀首先诱导肿瘤细胞
死亡，释放‘危险’信号，进而激
活机体先天和后天免疫应答，
继发的抗肿瘤免疫反应对机体
最终控制和消除肿瘤起着决定
性作用，这一点为提高乳腺癌
治疗效果、改善赫赛汀治疗方
案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和全
新思路。”

使用赫赛汀后，免疫系统
参与发挥何种功效？如何规避
肿瘤细胞对其产生的耐药性？
如何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减
少复发和转移？这成为摆在中
美研究团队面前更具挑战意义
的课题。

科学家们深入研究发现，
在联合治疗过程中，不适当的
大剂量化疗药物会杀伤免疫细
胞，削弱赫赛汀抗肿瘤作用诱
导的抗肿瘤免疫反应。如果化
疗药物和赫赛汀同时或之后使
用，虽然能协同杀伤原位肿瘤，
但被该药物活化的免疫细胞可
能被化疗药物所杀伤，降低机
体的抗肿瘤免疫记忆反应，增
加肿瘤的复发；而在赫赛汀之
前使用，在增加抗原位肿瘤作
用的同时，不影响免疫记忆反
应，不增加肿瘤的复发。
“我们的研究结果在临床

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进行
肿瘤治疗时，不仅仅要考虑抗
肿瘤药物的直接抗肿瘤作用，
还要从整体考虑这些作用所
诱发的机体抗肿瘤反应，要考
虑这些治疗对诱发的机体抗
肿瘤免疫反应的影响。如何从
机体整体考虑，利用我们目前
的各种治疗手段这个‘外因’，
充分调动和利用机体抗肿瘤
反应这个‘内因’，来提高我们
目前的肿瘤治疗效果，是临床
治疗面临的新课题。”王盛典
说。

对于这项由中美科学家取
长补短、通力合作取得的科研
成果，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党委
书记杨星科给予高度评价：“这
充分整合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
技术长处和我国乳腺癌病例样
本大、容易采集的优势，是生物
物理研究所研究人员和芝加哥
大学研究人员合作的结晶，也
是感染免疫中心海外团队和
‘百人计划’成功合作的典范。
这种合作机制自运行以来硕果
累累，已发表数篇高水平文章，
今后，这种合作研究还将积极
延续下去。”

新华社电 近年来，江西省
非金属新材料产业发展十分迅
猛，有机硅等已拥有一定产业
基础。江西省近日作出规划，预
计到“十二五”末期即 圆园员缘年以
前，江西将建成世界最大有机
硅单体生产企业。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

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江西
有机硅单体产能达到年产 圆园
万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猿园豫。随着产业集群效应的逐步
显现，江西有机硅产业规模日
趋壮大。其中，江西星火有机硅
厂是全国最大的有机硅单体生

产企业，到“十二五”末将以年
产 苑园万吨有机硅单体能力，发
展成为世界最大的有机硅单体
生产企业。
有机硅是一种人工合成、

结构上以硅原子和氧原子为主
链的一种高分子聚合物，是一
种重要的非金属材料。有机硅
被制成各式各样的粘接密封
剂、灌封胶、绝缘涂料和硅脂等
成品应用于各种电子装置中。专
家介绍，任何高分子材料的发
展，关键在于单体技术的发展。
制备硅油、硅橡胶、硅树脂以及
硅烷偶联剂的原料是各种有机

硅单体，由几种基本单体可生产
出成千种有机硅产品。因此，单
体生产在有机硅工业中占重要
地位，单体的生产水平直接反映
有机硅工业发展水平。

目前，江西星火有机硅厂
的有机硅单体生产技术国内领
先。江西星火有机硅厂所在的
江西星火工业园，先后引进了
包括美国卡博特公司在内的有
机硅关联企业 圆圆家，产业关联
度高；园区企业现已开发甲基
硅油等有机硅及下游产品 员园园
多种，产业链初步形成。

（郭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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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和变应性鼻炎
是慢性咳嗽两大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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